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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法律形式與法律體系的構建 

劉曉 

自世祖忽必烈起，元朝政府即開始大量援引亡金法律，作為司法審判的依據。

其具體操作流程為，先由「法司」依案情檢出相關法條，再由審判機關在此基礎上

酌情判決。這種審判方式一直延續到一二七一年年底《泰和律令》被廢止。此後，

元朝司法審判實際上陷入法律真空狀態，臨事制宜生成的「例」成為以後的主要法

律形式。依立法學角度，元朝的「例」大致可分為判例法與成文法兩大類，前者主

要為具體案件的判決例，此類判決一般要經「省部」（刑部為主）作出判決，成為

以後類似案件的審判依據；後者則主要表現為具體調整某一法律對象的單行法，此

外還有為數眾多的法律意見等。自《大德律令》編纂失敗後，元朝立法活動的重點

已轉向如何將「例」統合成編，《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即其產物，二者均採

用中國傳統法典體系的律令二分法，以「斷例」與「條格」為主體，將「例」分門

別類納入其中。但因「例」與傳統法典的性質迥異，出現了不少方圓鑿枘、歸類未

盡的情況。文宗朝編纂《經世大典》時，負責編纂〈憲典〉的歐陽玄、揭傒斯設計

過一套方案，即以事類劃分為主來重新整合「例」，其主幹部分即今天《元史‧刑

法志》的主要內容。有鑑於《元史‧刑法志》更像是法律條文而非制度沿革，柯劭

忞編《新元史》時對〈刑法志〉進行了重新改寫，但他對元代法律形式與法律體系

的錯誤認識，導致《新志》的編纂並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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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元朝是中國北方遊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君臨全國的王朝。自元世祖忽必

烈起，其立法活動大致經歷了從「循用金律」、1 「臨事制宜」2 造例，再到將

歷年所頒格例整合為《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的發展歷程。有關元代法律形

式乃至「法典」編纂，隨著韓國發現的《至正條格》殘卷的整理出版， 3 討論已

日趨活躍。但不同學者觀察的視角不同，觀點也不時出現歧義，留待解決的問題

仍有不少。4 本文試圖在前人成果基礎上，結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對元代法律形

式與法律編纂體系作進一步梳理，最後探討一下《元史》及《新元史》之〈刑法

志〉的編纂特點及其得失。 

一•「循用金律」及其終結 

從中統元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到至元八年底  (1260-1271)，元朝司法審判基本

上以亡金《泰和律》為主要判案依據，即《元史》所謂「元興，其初未有法守，

                                                 
  1 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二，〈刑法志一〉，頁 2603。 

  2 歐陽玄撰，魏崇武、劉建立校點，《歐陽玄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卷

七，〈至正條格序〉，頁 75。 

  3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影印本∕校注本）》（首爾：Humanist，2007）。 

  4 近年相關研究，專著主要有吳海航，《中國傳統法制的嬗遞：元代條畫與斷例》（北

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宋國華，《元代法制變遷研究：以《通制條格》和《至

正條格》為比較的考察》（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論文集中討論此類問題者

主要有劉曉，〈《大元通制》到《至正條格》：論元代的法典編纂體系〉，《文史哲》

2012.1：64-78；胡興東，〈元代「例」考——以《元典章》為中心〉，中國法律史學會

主辦，楊一凡主編，《中國古代法律形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頁 392-415；胡興東，〈元令考〉，楊一凡、朱騰主編，《歷代令考（下）》（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 95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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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5 

《泰和律》於金章宗泰和元年 (1201) 十二月修成，次年五月正式頒布。這部

律典基本上以唐律為藍本，參以金制修成，「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

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略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

加以分其一為二、分其一為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

事，疏議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6 除作為律典的〈律義〉30 卷外，金

朝還頒布了相當於令典的〈律令〉20 卷，及〈新定敕條〉3 卷、〈六部格式〉30

卷等，從而形成以《泰和律》為核心的一個較完備的法律體系，我們這裡姑稱之

為「泰和法律體系」。不過，這一法律體系在金朝只延續了三十多年，且其中二

十多年 (1211-1234) 處於殘酷的蒙金戰爭環境下，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 

一二六○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後，中統二年  (1261) 八月，由中書參知政事楊

果起草的「詳酌舊規，著為新制」的《中統權宜條理詔》頒行天下。所謂「舊

規」指金朝法律，「新制」則是在前者基礎上新出臺的一些權宜性規定。但甚為

可惜的是，詔書內容今已不得見，僅留下一條規定，即「據五刑之中，流罪一條

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條處置外，徒年杖數，今擬遞減一等，決杖雖多，不過

一百七下。著為定律，揭示多方」。7 

此前學者多已注意到，至元八年  (1271) 以前，元朝司法審判文獻多出現所

謂的「舊例」，此即金朝《泰和律》等法律內容。如： 

冠氏縣申：「歸問到柳二妻蘇小丑狀招：『不合於至元三年  (1266) 九月

內，與陳典史就伊家通奸罪犯。』又招：『不合於至元五年  (1268) 十一

月十八日，信從安大姐媒合，與在逃蘇七通奸罪犯。』陳典史名佐，安大

姐姓劉小名師姑，各招相同。」 

奸婦蘇小丑。法司擬：「舊例：『奸有夫婦人，徒二年，決徒年杖七十，

去衣受刑。』」部擬杖八十七下。行下本路斷訖。 

 

                                                 
  5《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頁 2603。 

  6 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五，〈刑志〉，頁 1024。有關

《泰和律》總條數，《刑統賦解》有不同說法：「亡金將十二章類為〈律義〉三十卷，

總六百一十三條。」見沈家本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標點，《枕碧樓

叢書》（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頁 111。 

  7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1985），卷八二，〈中堂事記（下）〉，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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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夫陳佐。法司擬：「舊例：『與奸婦同罪，合徒二年，決杖七十。』卻

緣蘇小丑與在逃蘇七通奸，指出陳佐。舊例：『和奸者，奸所捕獲為

理。』今因捉獲蘇七指出，即非奸所捕獲，合行革撥。」部擬：「若准非

奸所捕獲勿論，卻緣本縣已取到陳佐明白招伏。若全同捕獲斷決，似為尤

重，量情笞五十七下。」 

媒合安主劉師姑。法司擬：「於奸罪上減一等，合徒一年半，決徒年杖六

十。」部擬斷五十七下，單衣受刑。8 

在此期間，元朝司法審判主要是依據所謂的「舊例」，即《泰和律》等法律

規定，先由「法司」檢出相關法條，再由省部（主要是刑部，未單獨分部時則為

兵刑部或右三部）在此基礎上作出擬判，最後由中書省作出終審裁決。用姚大力

先生的話說，就是：「基本套用泰和律的現成條文，同時在量刑標準方面通過系

統變換，對原規定作一定程度的折抵調整，從而形成與泰和律既有聯繫、又相區

別的新刑法體系的雛型。」9 至元五年 (1268) 中書省給地方的批示中，對此也

有所披露： 

至元五年十二月，四川行中書省移准中書省咨：「來咨：『但有罪名，除

欽依聖旨體例洎中書省明文檢擬外，有該載不盡罪名，不知憑准何例定

斷。請定奪』事。本省相度：遇有刑名公事，先送檢法擬定，再行參詳有

無情法相應，更為酌古准今，擬定明白罪名。除重刑結案咨來外，輕囚就

便量情斷遣。請依上施行。」10 

所謂「檢法」，即前面提到的「法司」。看來，先送「法司」依據「舊例」初步

擬定罪名、罰則，然後由審判機構在此基礎上，「再行參詳有無情法相應，更為

酌古准今，擬定明白罪名」，應是這一階段司法審判的基本流程。至於「重

刑」，在元代一般指死刑案件。此類案件地方審判機構可以審理結案，但最終裁

決權在中央，地方無權擅自執行。11 

                                                 
  8 陳高華、張帆、劉曉、党寶海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

社，2011），第 3 冊，卷四五，〈刑部七‧諸奸‧和奸‧和奸有夫婦人〉，頁 1523。 

  9 姚大力，〈論元朝刑法體系的形成〉，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 3 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6）；後收入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頁 279-321。引文見《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頁 289 。 

 10《元典章》第 1 冊，卷四，〈朝綱一‧庶務‧體例酌古准今〉，頁 139。 

 11 元初多次強調死刑判決權在中央，地方不得擅決死刑。如中統二年八月，「陝西四川行省

乞就決邊方重刑，不允」。《元史》卷四，〈世祖紀一〉，頁 73。中統三年 (1262)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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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八年十二月，世祖忽必烈正式宣布漢式國號「大元」，與此同時，下令

「禁行金《泰和律》」，「《泰和律令》不用着，休依着行者」， 12 從而終止了

元初大規模循用金朝法律的時代。13 忽必烈突然下令禁行《泰和律》的動因我們

還不是很清楚，這當然與當天（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定漢式國號為「大元」有

關，但忽必烈對金朝法律實施效果的強烈不滿，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多年後

他還提到此事，說過：「漢人徇私，用《泰和律》處事，致盜賊滋眾」之類的

話。14 

《泰和律》等金朝法律被廢止後，朝中大臣一直有將《泰和律》改頭換面，

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制定新法典的努力。15 當時朝臣胡祗遹、魏初都提到此事：

                                                 
「江漢大都督史權以趙百戶挈眾逃歸，斬之。詔：『自今部曲犯重罪，鞫問得實，必先奏

聞，然後置諸法。』」當年五月，「真定路不眼里海牙擅殺造偽鈔者三人，詔詰其違制之

罪」。《元史》卷五，〈世祖紀二〉，頁 84-85。平定江南後，直到至元二十八年 (1291) 

七月，世祖忽必烈下詔仍規定：「江南重囚，依舊制聞奏處決。」《元史》卷一六，〈世

祖紀十三〉，頁 349。 

 12《元史》卷七，〈世祖紀四〉，頁 138；魏初，《青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四，〈奏議〉，頁 27。 

 13 此後，元代司法審判中仍不時出現引用「舊例」的情況，但已沒有「法司」檢法擬罪的過

程，且「舊例」的含義也有所泛化。有關至元八年以後「舊例」的情況，請參見小林高四

郎，〈元代法制史上の舊例について〉，《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歷史編》（東

京：山川出版社，1977），後收入氏著，《モンゴル史論考》（東京：雄山閣，1983），

頁 215-231。 

 14《元史》卷一四，〈世祖紀十一〉，頁 289。詳見姚大力，〈論元朝刑法體系的形成〉，頁

305。 

 15 需要提到的是，至元二十八年，元朝政府頒行過一部法令集——《至元新格》。《元史》

卷一六〈世祖紀十三〉：「何榮祖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緝為一書，名曰《至

元新格》，命刻版頒行，使百司遵守。」（頁 348）不過，這部法令集類似今天的行政規

章，且「宏綱大法，不數千言」（蘇天爵，〈至元新格序〉，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

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六，頁 85），內容原則性較強，無具

體處罰內容，在司法審判中基本無可操作性。胡興東先生誤把《至元新格》當作「律」

典，認為《至元新格》已經具有「律」的效力，當是沒有細究《至元新格》現存 96 條佚

文所致（佚文的整理與研究，可參見植松正，〈彙集『至元新格』並びに解説〉，《東洋

史研究》30.4 [1972]；Paul Heng-chao Chen 陳恆昭 , Chinese Legal Tradition under the 

Mongols: The Code of 1291 as Reconstruct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這一誤判，還直接影響到他把元初循用金律的時間下限推遲到《至元新格》頒

行之年，也即至元二十八年。參見胡興東，〈元代「例」考——以《元典章》為中心〉，頁

393；胡興東，《中國古代判例法運作機制研究——以元朝和清朝為比較的考察》（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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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歲風聞省部取《泰和律》，伺聖上燕閒，擬定奏讀。」16 「風聞史開府（史

天澤）與諸大老講定大元新律，積有歲月，未覩奏行。」17 但對上述遷延歲月、

耗費時日的徒勞之舉，二人都不以為然。胡祗遹認為：「宜先選必不可廢急切者

一二百條，比附祖宗成法情意似同者，注以蒙古字、蒙古語，解釋粗明，庶可進

讀」，18 這是針對為世祖忽必烈進講律令而言的。魏初則認為：「泰和之律，非

獨金律也，旁采五經及三代漢唐歷代之遺制耳。若删去金俗所尚及其敕條等律，

益以開國以來聖旨條畫及奏准體例，以成一書，即至元新律也」，19 這是針對如

何重新制定新法典而言的。王惲也多次提出類似看法，像：「合無將奉敕刪定到

律令，頒為至元新法，使天下更始，永為成憲，豈不盛哉！若中間或有不通行

者，取國朝扎撒如金制別定敕條，如近年以來審斷一切奸盜，省部略有條格者，

州縣擬行，特為安便，此法令當亟定之明驗也。」「臣愚謂宜將已定律令頒為新

法，或有不通行未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

與百姓更始。」20 以上諸人大都以為，全盤否定金律的做法並不可取，因為金律

絕非憑空產生，是對中國歷代法律傳統的繼承，不能因廢金律而將千年來的法律

傳統徹底否定。因此，他們希望能走一條以《泰和律》或者說中華傳統法律為基

礎，雜糅蒙古法的折衷之道，但這些編纂新法典的呼籲，最終未能實現。  

禁行金律的後果應當說相當嚴重，《泰和律義》、《泰和律令》等畢竟是以

中華法系為基礎而構建的一個較嚴密的法律體系。元初司法審判中產生的大量判

例，多以《泰和律》等為審判依據。如以《泰和律》為皮，元初產生的判例則為

附著於其上的毛。禁行《泰和律》，使這些判例賴以存在的前提滅失，而元朝政

府又未能及時採取任何替代性方案，此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姚大力

先生從刑事立法的角度認為，依靠至元八年以前判例或其他形式積累的大量單行

法，元朝差不多已經能夠配列出一個獨立的刑法體系雛形，只是還需要進一步調

                                                 
 16 胡祗遹著，魏崇武、周思成點校，《胡祗遹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卷二

二，〈論定法律〉，頁 418。 

 17《青崖集》卷四，〈奏議〉，頁 27。 

 18《胡祗遹集》卷二二，〈論定法律〉，頁 418。 

 19《青崖集》卷四，〈奏議〉，頁 27。 

 20《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九○，〈便民三十五事‧立法‧定法制〉，頁 459；卷三五，〈上

世祖皇帝論政事書‧立法〉，頁 484。實際上，成宗即位後，王惲仍念念不忘此事，提出

「宜將先朝擬定律令頒為元年新法」。見同書卷七九，〈元貞守成事鑒‧立法〉，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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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完善，纔能逐漸趨於穩定而已。21 但不容否認的是，至元八年以前由此衍生的

判例或單行法，其發展進程僅有短短十一年時間，這些立法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

替代金朝法律，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實際上，至元八年以後，元朝司法審判不

僅一度陷入「上自省部，下至司縣，皆立法官，而無法可檢」的混亂局面，22 而

且那些由金朝法律衍生出的判例或單行法，也有不少在接下來的司法審判中遭到

擯棄。像收繼婚，元朝政府此前依據《泰和律令》「漢兒、渤海不在接續有服兄

弟之限」、「同類自相犯者，各從本俗法」等規定，是嚴格限制漢人實行收繼婚

的；23 但至元八年十二月，幾乎與禁行《泰和律》同步，元朝政府開始在漢人中

強制推行收繼婚。24 此後元代司法審判中的收繼婚案件，實際上主要是由一個個

具體的判例而非制定法不斷加以調整規範的。25 因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此不

贅言。26 再如居喪嫁娶，至元八年前元朝政府曾據金朝法律出臺過禁止居喪嫁娶

的法律規定。 

至元七年  (1270) 十二月，尚書戶部：「契勘父母之喪，終身憂戚，夫為

婦天，尚無再醮。今隨處節次申到有於父母及夫喪制中往往成婚，致使詞

訟繁冗。為無定例，難便歸斷。檢會到舊例：『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

徒三年，各離之。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三等。』省部議得：若不明諭禁

約，引訟不已，實是亂俗敗政。以此參詳，比及通行定奪以來，定立格

限，渤海、漢兒人等，擬自至元八年正月一日為始，已前有居父母夫喪內

嫁娶者，准已婚為定。格後（格）〔犯〕者，依法斷罪聽離。如此，庶免

詞訟，似望漸厚風俗。呈奉尚書省，移准中書省咨，依准施行。」27 

 

                                                 
 21 姚大力，〈論元朝刑法體系的形成〉，頁 306。 

 22《胡祗遹集》卷二二，〈論定法律〉，頁 418。 

 23《元典章》第 2 冊，卷一八，〈戶部四‧婚姻‧不收繼‧漢兒人不得接續〉，頁 658。 

 24《元典章》第 2 冊，卷一八，〈戶部四‧婚姻‧收繼‧收小娘阿嫂例〉，頁 653。 

 25 像小叔強收嫂，至元十年 (1273) 的判例為「准已婚為定」，延祐五年 (1318) 的判例則

改為「比依凡人強奸無夫婦人減等，杖斷九十七下」。《元典章》卷一八，〈戶部四‧婚

姻‧收繼‧叔收兄嫂〉與〈田長宜強收嫂〉，頁 654, 656-657。 

 26 目前有關收繼婚的研究已有很多，比較重要的有洪金富，〈元代的收繼婚〉，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 279-314；楊毅，〈說元代的收繼婚〉，元史研究會編，

《元史論叢（第 5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等等。 

 27《元典章》第 2 冊，卷一八，〈戶部四‧婚姻‧服內婚‧服內成婚〉，頁 66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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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七年尚書省戶部意見提到的舊例應即《泰和律》，此規定與唐律幾乎相

同，只是「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三等」的「三等」，唐律作「五等」。28 戶部

意見雖然提出自至元八年正月一日起，居父母夫喪嫁娶者「依法斷罪聽離」，但

第二年禁行金朝法律後，元朝司法審判對此類案件的審理卻出現了微妙變化。以

下為至元十九年 (1282) 的一個判例： 

至元十九年正月，浙西道宣慰司：近為杭州路於潛縣尹劉蛟娶守服部民趙

元一娘為妻，呈奉行中書省劄付該：來呈：「劉蛟求娶守服趙元一娘為次

妻，本道按察司取訖不合求問服制未滿女子招伏，擬斷聽離，更將劉蛟停

職等事。照得至元八年欽奉聖旨節該：『《泰和律令》不用，休依着那

者。』欽此。又即目服制未定。卑司議得：劉蛟所犯，本人係於潛縣尹，

牧民之官，不合定問部民趙元一娘為次妻。後知本婦前夫服制未缺，雖是

不曾過門成親，終是違錯。若依按察司所擬離職，更與趙元一娘聽離，似

為尤重。擬依按察司斷離，卻令劉蛟還職勾當。據本人不因（應？——引

者注）罪犯，量擬罰贖。乞照詳。」都省議得：即目服制未定，擬行下本

道宣慰司，如趙元一娘接受劉蛟紅定，已問到官，詞因明白，聽依理求

娶，仍令劉蛟還職勾當施行。29 

杭州路於潛縣尹劉蛟與趙元一娘的婚姻，不僅涉及居夫喪嫁娶（趙元一

娘），按中華法律傳統，實際上還牽涉多項違法，如監臨娶所監臨女、有妻更娶

（趙元一娘為次妻，則劉蛟應還有正妻）等，30 顯屬無效婚姻。江南浙西道提刑

按察司以「不合求問服制未滿女子」（即居夫喪嫁娶）為由，擬將二人判離，並

罷免劉蛟於潛縣尹一職。浙西道宣慰司則認為，《泰和律》業已停用，目前已無

服制規定（即「即目服制未定」），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的處罰過於嚴厲，雖

然劉蛟作為牧民官不合定問部民妻（即監臨娶所監臨女），但將二人判離即可，

無須將劉蛟罷職。宣慰司的呈文經江淮行省轉咨中書省後，中書省的意見也強調

服制未定，結果劉蛟不僅沒有罷官，他與趙元一娘的婚姻也變成合法，受到保

護。再看下面一個判例： 

                                                 
 28 長孫無忌等編，岳純之點校，《唐律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卷一三，

〈戶婚‧居父母夫喪內嫁娶〉，頁 216。 

 29《元典章》第 2 冊，卷一八，〈戶部四‧婚姻‧官民婚‧牧民官娶部民〉，頁 639-640。 

 30 按，元初受蒙古婚姻習俗的影響，有不少漢人也實行一夫多妻制，次妻與妾的身分並不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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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八年  (1291) 六月初六日，燕南按察司：准廣平分司牒：「照刷

出廣平路至元二十七年  (1290) 七月內陳阿雙告：『親家李信等主婚，見

有小叔陳百家驢合收繼故男婦李興奴，服內改嫁王節級為妻，受訖財紅鈔

絹緞子銀釵金環。』議得：李興奴元嫁陳元僧，元僧身故，轉召孫福興為

婿，已與陳元僧義絕。孫福興亡殁，又與陳元僧異姓，況兼陳百家驢年八

歲，李興奴年三十歲，年甲爭懸，若令李興奴服滿歸宗相應。據李信名下

追到元受王玉財紅，即係服內成親不應之資，擬合沒官。請定奪。」准

此。申奉到御史臺劄付：「照得至元十二年  (1725) 承奉省劄：『徐寬

告：弟徐寶拋下妻阿耿，服內受財，聘與李斌為妻。按察司追到財錢，斷

離。照得：即目服制未定，既已成婚，又有所出，合准已婚為定。仰依上

施行。』承此。今據見申，相度：李興奴服內嫁與王玉，係一體事理。元

下財錢，難議追没，餘准所擬施行。」31 

本案御史臺所引至元十二年徐阿耿夫喪內嫁與李斌為妻案，比前面杭州路於潛縣

尹劉蛟娶服制未滿趙元一娘案的時間更早，中書省的判決也是強調「即目服制未

定」。此判例又成為至元二十八年李興奴服內嫁與王玉（王節級）為妻案的直接

判決依據。至於元朝恢復禁止居喪嫁娶的法律規定，應該是成宗大德二年  (1298) 

刑部對王繼祖拜靈成親案作出判決以後的事。32 

與守喪密切相關的五服制度，是中華法系調整親屬法律關係的重要內容。金

《泰和律令》有《服制令》篇目，應即五服內容的具體規定。但禁行金朝法律

後，元朝長期不實行五服制度，導致親屬相犯，無論有服抑或無服，處罰均無等

差。如親屬相盜，從當時的司法審判來看，無論是姨表、姑表親，還是遠房族

親，在判決時，都同有服親屬一視同仁。33 直到延祐六年 (1319)，元朝政府纔在

                                                 
 31《元典章》第 2 冊，卷一八，〈戶部四‧婚姻‧嫁娶‧兄死嫂招後夫〉，頁 627。 

 32《至正條格‧斷例》卷八，〈戶婚‧居喪嫁娶〉，頁 244-245。其中，王繼祖拜靈成親例還

可見《元典章》第 2 冊，卷一八，〈戶部四‧婚姻‧服內婚‧停屍成親斷離〉，頁 669-

610；卷四十一，〈刑部三‧諸惡‧不孝‧王繼祖停屍成親〉，頁 1385-1386。刪節後的

內容見《元史》卷一○三〈刑法志二‧戶婚〉：「諸遭父母喪，忘哀拜靈成婚者，杖八

十七，離之，有官者罷之，仍沒其聘財，婦人不坐。」（頁 2643）需要提到的是，王繼祖

拜靈成親例，《元典章》僅涉及行政處罰，而不及杖八十的身體刑等，導致有的學者產生

誤判，以為「王繼祖案僅是否定婚姻無效，罷去現職，並沒有取消為官資格和處以杖刑」，

實際上，這僅僅是因此案審理過程中遇到大赦所致。參見胡興東，《中國古代判例法運作

機制研究——以元朝和清朝為比較的考察》，頁 121。 

 33 相關判例，可見《元典章》第 3 冊，卷四九〈刑部十一‧諸盜一‧兩姨兄弟免刺〉與〈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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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相盜場合引入相關規定： 

既無服之親相犯者，止科其罪，免追倍贓，俱不流配，仍免刺字，其有服

之親，今後凡尊長於别居卑幼家切盜若強盜，及卑幼於尊長家行切盜者，

緦麻、小功親減凡人一等，大功減二等，周親減三等，亦依上例，不刺不

配，免追倍贓。其卑幼於尊長家強盜，以凡人論。34 

至於五服具體內容的正式出臺，更要晚到至治三年  (1323)《大元通制》頒布以

後。35 

二•「臨事制宜」背景下的判例法與成文法 

「循用金律」時代，元朝實際上已開始因事制宜、因時立制，制定一系列成

文法，像中統四年 (1263) 七月中書省奏准頒行有關獄制方面的聖旨條畫。36 至

元元年  (1264) 八月，「詔新立條格」。八年二月，「以尚書省奏定條畫頒天

下」37 等等，均屬此類。與此同時，元朝司法審判在這一階段也開始出現依判例

裁決的情況，這在當時雖很罕見，但仍值得注意。 

至元六年 (1269) 十一月十八日，中書右三部：「來申：『金忙古歹為孫永

安先奸伊妻，夜間又來，將本人打傷身死。已蒙審斷官斷訖一百七下。據

燒埋銀，合無追徵？乞明降。』省部照得先據河間路申：『范德友寅夜撞見

何三於本家屋內，本人奔走，趕上用斧斫死。伊妻與何三曾有奸事。』呈

                                                 
族弟物免刺〉。沈仲緯，《刑統賦疏》，「餘親周親各隨文見義」條所引「通例」，頁

179。需要說明的是，元朝有關「無服」親的司法實踐，直接影響到以後《大明律》的相

關法律規定。 

 34《元典章》第 4 冊，新集，〈刑部‧諸盜‧總例‧親屬尊卑相盜〉，頁 2168。《刑統賦

疏》「子孫非周親也或與周親同」條所引「通例」，頁 180。《元史》卷一○四，〈刑法

志三〉，頁 2660。 

 35《大德典章》、《元典章》等文獻所載五服圖，並非元朝正式法律文獻。虞集指出：

「國家初得天下，服制未行。大德八年 (1304)，飭中外官吏喪其親三年。至治以來，《通

制》成書，乃著五服於令。」（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四二，〈經世大典序錄‧憲典‧名例篇‧五服〉，頁 3）由此可見，直到《大元通制》頒

行，其條格部分出現《服制》篇目，纔可算作元朝正式出臺五服制度的規定。 

 36 內容散見《元典章》卷四○，〈刑部二‧刑獄〉，頁 1361, 1363, 1367, 1371, 1373, 1379，

與《至正條格‧條格》卷三三、三四，〈獄官〉，頁 137, 147, 148, 149。 

 37《元史》卷五，〈世祖紀二〉，頁 98；卷七，〈世祖紀四〉，頁 133。 



元代法律形式與法律體系的構建 

 
-91- 

准，將奸婦斷一百七下，范德友免罪，燒埋銀不曾追徵。今據見申，即與

范德友事體無異，其燒埋銀不合追徵。合下，仰照驗施行。」38 

上述至元六年右三部的判決，援引此前發生在河間路的一個判例為斷案依據，這

主要是因金代沒有燒埋銀的法律規定及相關內容。39 此後，隨著至元八年《泰和

律》等金朝法律的全面廢止，這種依判例進行裁決的做法在司法審判中開始大量

出現，而且遠遠超過依法條、舊例、儒家經典乃至情理等所做出的判決。  

對古代中國有無判例法，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持反對論者，對中國古代判例

的詮釋多以成文法體系為前提，認為判例同成文法相比，始終處於輔助地位，不

能與成文法平分秋色。40 不過，至元八年以後的元代，恰恰是非成文法體系下的

時代，判例不僅大量運用於司法審判，且其重要性、普遍性均已超越成文法。以

元末頒行全國的法律文獻《至正條格》為例，「斷例」部分今存 426 條，而據筆

者粗略統計，具體案件的判例達 248 條，約占 58.2%，其餘 178 條也多為省部機

構對某一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真正按立法程序制定的成文法，如聖旨條畫、中

書省事理等，所占比重極小。因此，至元八年以後的元代，在法律形式上也可看

作是判例法為主、成文法為輔的時代。 

需要提到的是，「例」作為元朝最普遍的法律形式，近年已引起一些學者的

關注。不過，相關討論過分拘泥於名稱有無「例」字，把「分例」甚至是「等

例」等也納入討論的範圍，以致把元代的「例」細分為 19 種之多，頗顯瑣碎，實

無必要。41 實際上，至元八年以後元代的各種法律形式，都可概稱為「例」，而

非僅為名稱上有「例」者。大德七年  (1303) 鄭介夫上朝廷〈太平策〉提到這樣

一句話：「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42 元儒吳澄在延祐四年 

                                                 
 38《元典章》第 3 冊，卷四三，〈刑部五‧諸殺二‧燒埋‧打死奸夫不徵埋銀〉，頁 1498-

1499。 

 39 燒埋銀作為元朝的獨創，始見於至元二年二月聖旨條畫：「凡殺人者，雖償命訖，仍出燒

埋銀五十兩。若經赦原罪者，倍之。」《元典章》第 3 冊，卷四三，〈刑部五‧諸殺二‧

燒埋‧無苦主免徵燒埋銀〉，頁 1497。 

 40 參見劉篤才，〈中國古代判例考論〉，《中國社會科學》2007.4：145-155。近年力主元朝

法律淵源是以判例法為主、成文法為輔的學者，主要有胡興東，其詳細論證可參見《中國

古代判例法運作機制研究——以元朝和清朝為比較的考察》。  

 41 胡興東，〈元代「例」考——以《元典章》為中心〉，《中國古代法律形式研究》，

頁 392-415；楊一凡、劉篤才，《歷代例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91-136。 

 42 陳得芝等輯點，《元代奏議集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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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 一次鄉試策問中則提到：「當今斷獄用例不用律，然斷例合天理、當人

情，與律奚異？豈陽擯其名，陰用其實歟？」43 無論是鄭介夫提到的「例」與

「法」，還是吳澄提到的「例」與「律」，都在向我們揭示這樣一個事實，即元

代因無成文法典（「法」或「律」），司法審判中主要使用的是「例」。相對於

成文法典而言，「例」顯得更靈活，但缺乏穩定性，而這確實也是元代各種立法

形式的一個共同特點。 

（一）判例法舉隅：以徐斌毆死張驢兒准和案為例 

徐斌毆死張驢兒准和案，原發生地在大名府，後因被害方張驢兒母阿許自願

「告攔」，與加害方達成和解，接受私和錢物，由中書省裁決不再受理，即不追

究加害方責任。這一判例在後來的命案審理中，作為斷案依據，曾多次被引用。

如： 

至元十年 (1273) 十一月，兵刑部符文：太原路來申：「陳猪狗於至元七年

十一月初一日與小舅趙羊頭作戲，相奪乾麻，因用右拳將趙羊頭後心頭打

了一拳，死了。救不得活，用背麻繩子拴了趙羊頭項上，推稱自縊身死，

背來到家。問出前因，郭和等休和，陳猪狗休妻趙定奴，又趙旺交訖陳猪

狗父陳貴准折鈔二十七兩，至十六日休罷。二十四日，趙羊頭屍首埋殯了

當，不曾初、復檢。至閏十一月內，為爭私和物折鈔店舍，事發到官。捕

到一干人，招證完備。申乞照驗。」得此。省部照得先據大名府申：「徐斌

毆死張驢兒，伊母告攔，不曾檢屍，受訖私和錢物。」呈奉都堂鈞旨：「既

張驢兒母阿許自願告免，不須理會，錢物亦無定奪。」今來本部公議得：陳

猪狗所招，與小舅趙羊頭於河下撇麻，羊頭與猪狗鬥爭作戲，趕上，與趙

羊頭相爭，用右拳於後心打了一拳，本人合面倒地身死。止是因戲致傷人

命，私下要訖陳猪狗店舍、地基、牛驢准折錢物，更令陳猪狗與趙旺做

兒，寫立文字休罷，不曾檢驗屍傷，埋殯了當。在後因爭私和店舍，事發

追問。若將陳猪狗依已定斷，卻緣有徐斌毆死張驢兒體例，其陳猪狗所犯

與徐斌無異。以此參詳：擬合依例擬准私和，是為相應。呈奉都堂鈞旨，

送本部，准擬施行。44 

                                                 
 43 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5），卷二，〈丁巳鄉試策問（二）〉，頁 90。 

 44《元典章》第 3 冊，卷四二，〈刑部四‧諸殺‧戲殺‧戲殺准和〉，頁 1445-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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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猪狗打死趙羊頭案屬戲殺命案，本來加害、受害雙方已商妥條件，達成和

解，後因雙方對擬交付的「私和物折鈔店舍」發生爭執，纔驚動官府。太原路總

管府受理此案後，申解兵刑部。兵刑部援引「徐斌毆死張驢兒體例」，認為雙方

私和有效，案件不應受理。兵刑部的意見最後得到都省認可。如果說上述案件完

全是依據判例作出裁決的話，下面的案件則沒有那麼簡單了。 

至元十七年 (1280) 五月十九日，行中書省准中書省咨該：來（呈）

〔咨〕：「浙西道宣慰司呈：『平江路歸問到吳千三狀招：不合於至元十五年

九月初一日，因為周千六嚇奸蘇小二男婦吳二娘，勸和上，被周千六用瓦

鉢頭毆打。其吳千三卻用紅油棍於周千六左耳邊臉上打訖一下，因傷於初

二日身死。有伊父周小十一受訖油米并物，將屍燒颺了當。』按察司審問是

實。除將吳二娘先行摘斷外，吳千三所犯，比依大名府徐斌毆死張驢兒、

伊母阿許受訖錢准伏例，擬將吳千三減死流遠。咨請照驗。」為此，送刑部

議得：「已死周千六生前嚇奸人，挾恨尋鬧，將勸和人吳千三毆打，致係本

人還打，邂逅身死。其伊父周小十一不欲告官，自願休和，將屍焚颺，即

與徐斌毆死張驢兒、伊母告休事理一體。若依全免，其吳千三終是用棍將

周千六還打致命，比依前例頗重。以此參詳：將吳千三量情杖斷一百七

下，徵燒埋銀五十兩，給付苦主相應。」都省准擬施行。45 

儘管本案被害人的父親與加害人已私下達成和解，但因本案屬使用凶器鬥殺（毆

殺）而非戲殺命案，江淮行省並未打算免於追究，但主張比依徐斌毆死張驢兒准

和例，將加害人吳千三「減死流遠」。案件轉到刑部後，刑部也未全依徐斌毆死

張驢兒准和例，而是以「吳千三終是用棍將周千六還打致命，比依前例頗重」

為由，「將吳千三量情杖斷一百七下，徵燒埋銀五十兩」。刑部的最終裁決，

實際上將殺人命案准和，僅限定於戲殺這一場合，此即《元史‧刑法志》所謂

「諸戲傷人命，自願休和者聽」。46 此判例也可認為是在舊判例基礎上創制的新

判例。 

 

 

                                                 
 45《元典章》第 3 冊，卷四二，〈刑部四‧諸殺‧因奸殺人‧傍人毆死奸夫〉，頁 1469。 

 46《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殺傷〉，頁 2678。元朝謀殺私和者，多被判無效。參

見《元典章》第 3 冊，卷四二，〈刑部四‧諸殺一‧謀殺‧因奸謀殺本夫〉，頁 1430-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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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文法舉隅：〈強竊盜賊通例〉 

「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有關強竊盜賊的懲治，一直是元代立法的重

點。目前所見這方面的單行法，主要有二：一為大德五年  (1301) 十二月二十六

日奏准通例，47 一為延祐元年 (1314) 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准通例。前者全文如下： 

近為強切盜賊斷例不一，欽依聖旨事意，與御史臺、也可札魯忽赤一同分

揀前後行過體例，斟酌輕重，定到各各等第。於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奉聖旨節該：「依着您定來的體例行者。」又，「偷頭口的賊人，依着蒙

古體例，教陪九個斷放有。如今也則依着那體例行者。商量來。」麼道，

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都省今抄斷例前去，咨請欽依施行。 

諸強盜：持杖但傷人者，雖不得財，皆死；不曾傷人者，不得財徒二年

半，但得財徒三年，至二十貫，為首者死，餘人流遠。其不持杖傷人者，

惟造意及下手者死；不曾傷人者，不得財徒一年半，十貫以下徒二年，每

十貫加一等，至四十貫，為首者死，（全）〔餘人〕各徒三年〖若因盜而

奸，亦同傷人之坐，其（司）〔同〕行人（上）〔止〕依本法〗。謀而未行

者，於不得財罪上，各減一等坐之。 

諸切盜：始謀未行者四十七，已行而不得財五十七，十貫以下六十七，至

二十貫七十七，每二十貫加一等，一百貫徒一年，每一百貫加一等，罪止

徒三年。盜庫藏錢物者，比常盜加一等。贓滿至五百貫已上者，流。 

諸共盜者併贓論，仍以造意之人為首，隨從者各減一等。二罪以上俱發，

從其重者論之。 

諸盜經斷後仍更為盜，前後三犯杖者徒，三犯徒者流，流而再犯者死。強

盜兩犯，亦死〖須據赦後為坐〗。 

諸切盜，初犯刺左臂〖謂已得財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

犯刺項。並充警跡人，官司拘檢關防，一如舊法。其蒙古人有犯及婦人犯

者，不在刺字之例。 

諸評盜贓者，皆以至元寶鈔為則。除正贓外，仍追陪贓。其有未獲賊人，

及雖獲無可追償，並於有者名下均徵。 

 

                                                 
 47 大德五年十二月辛卯，「定強竊盜條格，凡盜人孳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元

史》卷二○，〈成宗紀三〉，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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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犯徒者：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

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皆先決訖，然後發遣合屬，帶鐐居役〖應配役

人，逐有金銀銅鐵洞冶、屯田、堤岸橋道一切工役去處，聽就工作，令人

監視，日計工程，滿日踈（於）〔放〕，充警跡人〗。 

諸盜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能捕獲同伴者，仍依例給賞。其於事主有所

損傷，及准首再犯，不在首原之例。 

諸盜賊既有頒定條例，今後杖以下罪，府州追勘明白，即聽斷決。徒罪，

總管〔府〕官司公廳完坐，引其囚人，明示所犯罪名，取責准服文狀，然

後決配，仍申合干上司照驗。流罪以上，須牒廉訪司官審復無冤，方得結

案，依例待報。其徒伴有未獲、追會有不切而不能完備者，如服審既定，

贓驗明白，理無可疑，亦（所）〔聽〕依上歸結〖贓驗，謂元盜衣服器物及

一切可為證驗者〗。 

……48 

上述內容劃線部分載入《元史‧刑法志》，49 而《元史‧刑法志》源自文宗

朝編修的《經世大典‧憲典》，這似乎表明，此通例一直到文宗在位時依然有

效。姚大力先生亦以此通例的頒行，作為元代刑法體系初步確立的標誌性文獻，

認為：「〈強竊盜賊通例〉的頒布，不但使元朝關於強、竊罪的法律臻於穩定，

而且對元代刑制中自由刑的恢復和制度化過程也是一次總結。至此，元朝的五刑

之制大體上構成了比較完備的系統。」50 不過，〈強竊盜賊通例〉頒行十三年

後，仁宗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元朝政府又曾出臺新的強竊盜賊通例，51 並

在延祐六年再次重申新通例的有效性。52 為醒目起見，我們可將大德原定通例與

延祐新定通例的處罰規定列表如下： 

 

 

 

                                                 
 48《元典章》第 3 冊，卷四九，〈刑部四‧諸盜一‧強竊盜‧強切盜賊通例〉，頁 1625-

1627。 

 49《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盜賊〉，頁 2656-2657。 

 50 姚大力，〈論元朝刑法體系的形成〉，頁 308。 

 51《元典章》第 3 冊，卷四九，〈刑部四‧諸盜一‧強竊盜‧處斷盜賊斷例〉，頁 1634-

1636。 

 52《元典章》第 4 冊，新集，〈刑部‧諸盜‧總例‧盜賊通例〉，頁 216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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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元定通例 延祐新定通例 

強

盜 

持

仗 

傷人 雖不得財，皆死 

 

雖不得財，皆死。 

不傷人 不得財，徒二年半。但得財，徒三年。

至二十貫，為首者死，餘人流遠。 

不得財，斷一百七、徒三年。但得財，

斷一百七，交出軍。至二十貫，為首的

敲，為從的一百七，教出軍。 

不

持

仗 

傷人 惟造意及下手者，死。 造意、為首、下手的敲。 

不傷人 不得財，徒一年半。十貫以下，徒二

年。每十貫加一等。至四十貫，為首者

死，餘人各徒三年〖若因盜而奸，亦同

傷人之坐，其同行人止依本法〗。謀而

未行者，於不得財罪上，各減一等坐

之。 

不得財，斷八十七，徒二年。十貫以

下，斷九十七，徒二年半。至二十貫，

斷一百七，徒三年。至四十貫，為首的

敲，餘人斷一百七，出軍。 

竊

盜 

  始謀未行者四十七，已行而不得財五十

七。十貫以下六十七，至二十貫七十

七，每二十貫加一等，一百貫徒一年，

每一百貫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贓滿至

五百貫已上者，流。 

三百貫以上者斷一百七、出軍，一百貫

以上者斷一百七、徒三年，八十貫以上

者斷九十七、徒二年半，六十貫以上者

斷八十七、徒二年，四十貫以上者斷七

十七、徒一年半，十貫以上者斷六十

七、徒一年，十貫以下者六十七、斷

放。為從者，皆減一等斷配。以至元鈔

為則。又：已行而不得財者斷五十七，

始謀而未行者四十七，斷放。 

偷

頭

口 

 偷駝、

馬、牛 

無 初犯，為首的一百七，出軍；為從的九

十七，徒三年。於內若有舊賊呵，敲。 

 偷驢、

騾 

無 為首的斷八十七，徒二年；為從的斷七

十七，徒一年半。 

 偷羊、

豬 

無 為首的斷七十七，徒一年半；為從的斷

六十七，徒一年。 

 

延祐新定通例不少處罰比大德通例要嚴厲。如強盜持仗不傷人不得財，大德

通例徒二年半，而延祐通例斷一百七、徒三年；得財，大德通例徒三年，而延祐

通例斷一百七，出軍，也即相當於流遠。竊盜也有類似情況。至於偷頭口罪的處

罰規定，則更為大德通例所無。不過，延祐通例即使規定得已如此嚴厲，仁宗在

位期間也有「破例」的時候。像延祐四年王留住盜竊萬億綺源庫緞匹案，刑部認

為：「賊人王留住所犯，於萬億綺源庫掇開敖門，於架子盜訖段子二疋，用麻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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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縛，撇於地上。本賊止於敖內宿睡，就盜所捉獲，盜物在手，比同得財，估贓

至元鈔七十八貫。依凡盜例，應杖斷八十七下，徒役二年。盜係官錢物加等，九

十七下，徒役二年半。卻緣本賊又將寶源庫正敖東北墻角剜訖，減磚二十餘個，

以剜房不得財為重，例應杖斷一百七下，徒役三年。」這裡，刑部嚴格按照延祐

新定通例，偷盜財物六十貫以上八十貫以下，杖八十七下，徒二年半；偷盜係官

錢物加等，杖九十七下，徒三年；又因其曾剜豁寶源庫正敖東北墻角，為首杖一

百七下，徒三年，擬執行杖一百七下、徒三年的刑罰。但中書省對刑部的意見卻

不以為然，指出：「漢人伴當每只説例有，皇帝聖旨了呵，便是例也者。」以近

乎無理的行徑完全推翻了延祐通例的規定，作出如下裁決：「如今將那賊人典刑

了，誡諭眾人，各處行將文書去，今後（以）〔似〕這般入官倉庫去偷錢物底賊

根底敲了，做通例呵。」53 由此看來，元人康里回回所謂：「大德之初，法輕重

適宜。迄於延祐，廷尉不加欽恤，恣以意出入之。誠使今日之法如大德初，則與

古合矣！」54 恐為實情。 

當然，正如前面談到的，延祐通例以後似乎未能維持下去，至少到文宗時

期，元朝依然使用的是大德通例而非延祐通例。其實，即使大德通例沒有規定的

偷頭口罪，文宗時的處罰規定也比延祐通例要輕許多。據《元史‧刑法志》：  

盜駱駝者，初犯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為從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

等；三犯不分首從，一百七，出軍。盜馬者，初犯為首八十七，徒二年，

為從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軍。盜牛者，初犯為

首七十七，徒一年半，為從六十七，徒一年；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

軍。盜驢騾者，初犯為首六十七，徒一年，為從五十七，刺放；再犯加

等，罪止徒三年。盜羊豬者，初犯為首五十七，刺放，為從四十七，刺

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55 

文宗時期的規定，因《至正條格》相關內容缺失，是否為《至正條格》所繼承，

我們已無從知曉。56 需要提到的是，《至正條格》頒行前權臣伯顏當政的後至元

                                                 
 53《元典章》第 3 冊，卷四九，〈刑部四‧諸盜一‧強竊盜‧入官倉庫偷錢物底敲了〉，頁

1640。 

 54 宋濂撰，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潛溪後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卷

八，〈元故榮祿大夫陝西等處中書省平章政事康里公神道碑銘〉，頁 269-270。 

 55《元史》卷一○四，〈刑法志四‧盜賊〉，頁 2657-2658。 

 56《至正條格‧斷例》〈賊盜〉篇已佚，目前我們僅能從目錄知道卷十六有〈盜賊通例〉

（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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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1336) 八月，元朝皇帝還曾下詔：「強盜皆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

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

數估價。」57 伯顏的此項舉措很有可能是臨時性的，以後隨著伯顏的倒臺而被廢

除。 

三•《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的編纂與性質 

至元八年以後朝臣呼籲編纂新法典的建議，到成宗即位後終於付諸實施。據

《元史‧成宗紀》，大德三年 (1299) 三月，「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第二年二

月，「帝諭何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榮祖對曰：『臣所擇者三百

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於今

者。』」58 何榮祖是至元二十八年《至元新格》的編定者，此時已官至平章政

事。他主持編纂的這部法典草案應該已經完成，因為據《元史》本傳，「先是，

榮祖奉旨定《大德律令》，書成已久，至是乃得請於上，詔元老大臣聚聽之」。59 

但有可能因未能審讀通過的緣故，這部法典草案最終胎死腹中，未能頒行。60 成

宗提到的「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於今者」，則成為以後元代法律編纂與

法律體系構建的指導性原則。 

武宗即位當年，大德十一年  (1307) 十二月，中書省臣上奏：「律令者治國

之急務，當以時損益。世祖嘗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參酌

古今，從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謂律令重事，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

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之。」61 至大二年 (1309) 立尚書省，當年九月，

尚書省臣上奏：「國家地廣民眾，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

                                                 
 57《元史》卷三九，〈順帝紀二〉，頁 836。參見劉曉，〈元代劓刑小考〉，《中國古代法律

文獻研究（第 6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369-373。 

 58《元史》卷二○，〈成宗紀三〉，頁 427, 430。 

 59《元史》卷一六八，〈何榮祖傳〉，頁 3956。 

 60 元人歐陽玄〈貢舉策〉提到：「廣平何相（何榮祖，廣平為其鄉貫）之撰擬而未進者，竟

能為大德之成書乎？」（《歐陽玄集》卷一二，頁 159）鄭介夫大德七年所上〈太平策〉

也提到：「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甚多。」（陳得芝等輯點，《元代奏議集錄（下）》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頁 84）都是指何榮祖及其所修《大德律令》。 

 61《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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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為定制。」 62 

自此，元朝政府實際已放棄編纂法典的努力，把主要精力轉向整理歷朝所頒格例

的校讎歸一。仁宗延續了武宗的政策，即位當年的至大四年  (1311) 三月，即對

中書省大臣說：「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

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63 這一工作正式開始於

延祐二年 (1315)。當年四月，「命李孟等類集累朝條格，俟成書，聞奏頒行」。64 

參與其事者有「中書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延祐三年  (1316) 

夏五月，書成，敕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不過，仁宗

一朝，此書並未正式頒行。「凡經八年，事未克果」。直到英宗即位，纔又將此

事重新提上日程，由中書右丞相拜住奏准，「樞密副使完顔納丹、侍御史曹伯

啓、判宗正府普顔、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集中

書平章政事張珪暨議政元老，率其屬眾共審定」。 65 至治三年  (1323) 二月，

「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千一百五十一、詔赦

（赦疑作敕——引者注）九十四、令類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

下」。66 其中所謂「令類」，又作「別類」，據孛术魯翀的說法，乃「經緯乎格

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67 

《大元通制》頒行後二十多年，隨著新例不斷湧現，開始出現續編《大元通

制》的呼聲。68 後至元四年 (1338) 三月，權臣伯顏當政時期，順帝「乃敕中書

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憲臺、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明章程習典故者，遍

閱故府所藏新舊條格，雜議而圜聽之，參酌比校，增損去存，務當其可」。69 六

年 (1340) 七月，伯顏倒臺後不久，順帝又改「命翰林學士承旨腆哈、奎章閣學

士巎巎等刪修《大元通制》」。70 到至正五年  (1345) 十一月，前後歷經七年，

                                                 
 62《元史》卷二三，〈武宗紀二〉，頁 516。 

 63《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頁 540。 

 64《元史》卷二五，〈仁宗紀二〉，頁 569。 

 65《國朝文類》卷三六，孛术魯翀，〈大元通制序〉，頁 7。 

 66《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頁 629。 

 67《國朝文類》卷三六，孛术魯翀，〈大元通制序〉，頁 7。 

 68《滋溪文稿》卷二六，〈乞續編通制〉，頁 434-435。 

 69《歐陽玄集》卷七，〈至正條格序〉，頁 75。按，據《元史》卷三九，〈順帝紀二〉，後

至元四年三月「辛酉，命中書平章政事阿吉剌監修《至正條格》」（頁 843），則阿吉剌

當為「中書專官典治其事」者。 

 70《元史》卷四○，〈順帝紀三〉，頁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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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始編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千五十有九」，71 後由順帝

賜名《至正條格》，於六年  (1346) 四月，正式頒布全國。72《至正條格》分制

詔、條格、斷例三部分，共 2909 條，就條目總量而言，比《大元通制》多出

14.6%，但因《至正條格》已無別類（令類）一項，具體到制詔、條格、斷例三

者，同《大元通制》相比，增幅應達一半左右。 

以下為《大元通制》、《至正條格》條格與斷例篇目，及其與金《泰和律

令》、《泰和律義》的對應關係表。 

《泰和律令》 《大元通制》 

《至正條格》條格 

《泰和律令》 《大元通制》 

《至正條格》條格 

官品令  職員令  

祠令 祭祀 戶令 戶令 

學令 學令 選舉令 選舉 

封爵令  封贈令  

宮衛令 宮衛 軍防令 軍防 

儀制令 儀制 衣服令 衣服 

公式令 公式 祿令 祿令 

倉庫令 倉庫 廐牧令 廐牧 

田令 田令 賦役令 賦役 

關市令 關市 捕亡令 捕亡 

賞令 賞令 醫疾令 醫藥 

假寧令 假寧 獄官 獄官 

雜令 雜令 釋道令 僧道 

營繕令 營繕 河防令 河防 

服制令 服制  站赤 

《新定敕條》（榷貨） 榷貨   

 
《泰和律義》 《大元通制》 

《至正條格》斷例 

《泰和律義》 《大元通制》 

《至正條格》斷例 

名例  衛禁 衛禁 

職制 職制 戶婚 戶婚 

廄庫 廄庫 擅興 擅興 

盜賊 賊盜 鬥訟 鬥訟 

詐偽 詐偽 雜律 雜律 

捕亡 捕亡 斷獄 斷獄 

《大元通制》目前只流傳下來部分條格（即《通制條格》）與少量斷例。 73 

其中，有關《大元通制》斷例的性質，上世紀學界曾有過一些爭論，74 但隨著與

                                                 
 71《歐陽玄集》卷七，〈至正條格序〉，頁 75。 

 72《元史》卷四一，〈順帝紀四〉，頁 874。 

 73《大元通制》斷例主要散見《五服圖解》與《成憲綱要》（佚文）等文獻。 

 74 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説—新刊本「通制條格」の紹介に代えて—〉，《東方學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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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類似的《至正條格》重現於世，這些爭論已塵埃落定。新發現的《至正條

格》殘卷，有條格與斷例各一冊，條格部分篇目多與《通制條格》殘卷重合（僅

〈獄官〉為後者所無），據此我們可以比較其前後修訂細節，75 斷例殘卷則為以

前所無，價值尤大。 

有關《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的性質，有的學者認為是法典，有的學者

則認為為法律文獻彙編。筆者認為，《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肯定不是傳統

意義上的律令式成文法典。實際上，元人吳澄早提到過這個問題： 

古律雖廢不用，而此書為皇元一代之新律矣。以古律合新書，文辭各異，

意義多同。其於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何也？制詔、條格，

猶昔之敕令格式也。斷例之目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

興、曰賊盜、曰鬥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一循古律篇題

之次第而類輯，古律之必當從，雖欲違之而莫能違也，豈非暗用而明不

用、名廢而實不廢乎？76 

在吳澄看來，《大元通制》（當然也包括後出的《至正條格》）與古律是「文辭

各異，意義多同」，「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二者在法律形式上的區

別是很明顯的。 

《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的編纂，其實是將元朝歷年出臺的那些可以

「通行定奪」的例，按傳統的律、令（即斷例、條格）二分法，加以類集。這樣

編成的文本，同傳統成文法典內容相比，肯定會留下許多空白點，因為畢竟還有

不少沒有「通行定奪」的例無法納入其中。而且，正如筆者以前研究所談到的，

《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立法技術的可操作性也很值得懷疑。元朝頒布的各

類單行法，就律、令的功效角度，即懲罰性與規定性而言，常常是二者兼具。

《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的編纂原則，則是在保留法律文獻相對原始性的前

提下，依據律、令的篇目分類，對其刪繁就簡、重新歸類。這本身實際上就是一

                                                 
都）》1 (1931)：249-284；安部健夫，《元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頁

277-318；黃時鑒，〈《大元通制》考辨〉，《中國社會科學》1987.2：157-171；殷嘯

虎，〈論《大元通制》「斷例」的性質及其影響——兼與黃時鑒先生商榷〉，《華東政法

學院學報》1999.1：63-69；劉曉，〈《大元通制》斷例小考——從《五服圖解》中的兩件

《通制》斷例說起〉，韓延龍編，《法律史論集（第 3 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頁 549-555。 

 75 陳高華，〈《至正條格‧條格》初探〉，《中國史研究》2008.2：135-158。 

 76《吳文正公集》卷一一，〈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後序〉，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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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兩難選擇：因為如果拆分這些法律文獻，將其內容分門別類地劃入條格、斷

例，往往會造成原始文獻完整意義的缺失。相反，如果硬要保留這些文獻的原

貌，又會使其中許多文獻在歸類時無所適從。蘇天爵提到的「歸類未盡」，77 反

映的就是這方面的問題。這種矛盾，造成今天我們見到的《大元通制》與《至正

條格》，不論是其斷例部分，還是條格部分，都只能是一種相對劃分，而無嚴格

界限。總之，元朝編纂的《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是在試圖保留法律文獻

相對原始性的前提下，採取生硬套用前代法典分類體系的方法，來整合現有法律

文獻。這種作法最終造成的後果是斷例與條格歸類的嚴重混亂。從目前《至正條

格》的編纂情況來看，雖然其文字表述比《大元通制》更加簡練，但斷例與條格

界限混亂這一矛盾，最終並未得到完全解決。78 

四•《元史‧刑法志》的性質：兼及《新元史‧刑法志》 

接下來討論本次會議的主題之一——〈刑法志〉。前賢研究業已指出，《元

史‧刑法志》的直接來源為《經世大典‧憲典》，79 要理解《元史‧刑法志》行

文獨特、性格迥異的內容，不得不先要瞭解《經世大典》及其〈憲典〉的編纂。

《經世大典》為文宗朝編纂的一部會要體政書，前承唐、宋之會要，後啟明、清

之會典，在中國歷代王朝典制體政書編纂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過，由歐

陽玄、揭傒斯負責編纂的〈憲典〉，80 與一般意義上的會要書寫性質迥異，不專

記元朝法制發展沿革，更像是一部法典編纂草案，這也直接影響到《元史‧刑法

志》與其他正史〈刑法志〉的不同，看起來更像是一些法律條文的羅列。〈憲

典〉雖早已失傳，但有零星佚文保存下來，主要見《永樂大典》卷九一四驗屍項

                                                 
 77《滋溪文稿》卷一一，〈元故嘉議大夫工部尚書李公墓志銘〉，頁 175。 

 78 劉曉，〈《大元通制》到《至正條格》：論元代的法典編纂體系〉，《文史哲》2012.1：

64-78。 

 79  安部健夫，〈元史刑法志と「元律」との關係に就いて〉，《東方學報（京都）》2 

(1931)：251-273，後收入氏著，《元代史の研究》，頁 253-276。 

 80「天曆中，詔修《經世大典》，而歐陽公（歐陽玄）以藝文少監、揭公（揭傒斯）以奎章

閣授經郎寔預執筆，屬在秋官。因攟摭國初以來記載若令申諸書及文武百司吏牘之可徵

者，作《憲典》廿有二篇，上稽《唐律》，旁引百家，而卒折之以經義，炳如也。」見陳

基撰，邱居里、李黎校點，《陳基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夷白齋藳補

遺‧刑平編志〉，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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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據此我們可以窺測《元史‧刑法志》是如何編修完成的。以下為這部分佚文

與《元史‧刑法志》相關內容的比較： 

諸檢屍，有司故遷延及覆檢牒到不受，以致死變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領

官吏各四十七。其不親臨，使人代之，以致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及初覆

檢官相符同者，正官隨事輕重論罪黜降，首領官吏各笞五十七罷之，仵作

行人杖七十七，受財者以枉法論。官吏但犯者，雖會赦，罷降記過，本路

仍別置籍，合推官掌之，遇所部申報人命公事，隨時附籍檢舉駁問。但因

循不即舉問，罪及推官。無推官者，令長司首領官掌之。廉訪司行部所至

嚴加審察。（後附元貞元年、大德六年、大德七年例共四件） 

諸有司承告人命公事，既獲正犯人取問明白，卻不檢屍，縱令休和，反受

告免檢，將正犯人疏放以致在逃者，正官杖六十七，解見任，降先職一等

敘；首領官及承吏各笞五十七，罷役，通記過名。（後附大德六年例一件） 

諸有司檢覆屍傷，正官有故，輒令首領官吏代行，卻作親身申報者，雖無

差誤，正官仍笞一十七，首領官吏並二十七，通記過名。（後附大德十年例

一件） 

諸有司，在監囚人因病而死，虛立檢屍文案及關覆檢官者，正官笞三十

七，解職別敘。已代會赦者，仍記其過。（後附至大四年斷例一件） 

諸有司輒聽所部請於檢覆屍狀改毆死為病死者，正官及首領官各解職，注

邊遠一任。（後附大德十一年例一件） 

諸有司檢屍，輒下令仵作行人改易元檢定驗已照勘明白處斷，會赦者，元

檢官解職別敘。（後附至大元年例一件） 

諸有司檢覆屍傷，不親臨，聽承吏、仵作行人受財虛檢，不關致命重傷，

以毆死為病死者，事發出首，仍坐之，雖會赦，解職，降先一品等敘；承

吏罷役不敘；仵作行人等革去，通記過名。凡人命重事，不准首原。（後附

至大四年例一件） 

諸幕職未入流者，隨行公使人驚毆人致死，承告遷延，不即檢覆，以致身

屍發變，無從定驗，雖會赦，罷職不敘，承吏同罪，長官容徇，解職別

敘；吏屬移易屍帳，長官幕職容徇者，會赦，同上科罪。（後附皇慶二年例

二件） 

諸有司檢覆屍傷，輕聽犯人稱說，定驗不明，雖會赦，解職別敘，首領官

及承吏各罷見役，通記過名。（後附年代不詳例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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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有司官檢覆屍傷，不能律下，致將聽檢無罪之人拷掠陵暴，要其酒食錢

物，逼傷人命者，各科本罪，仍於死人徵燒埋銀給苦主。（後附延祐元年斷

例一件） 

諸職檢覆屍傷，不即牒報，而情不涉私者，笞一十七，記過。（後附延祐元

年斷例一件） 

諸職官覆檢屍傷，屍已焚瘞，止傳會初檢申報者，解職別敘。若已改除，

仍記其過。（後附延祐四年例一件） 

諸民告所顧家童在逃，家童親屬輒移他人屍相誣賴，有司檢驗輒傳會書填

屍狀，以非法加刑，逼令屈招殺死者，初檢官杖六十七，解職，降先品二

等敘；追搜行兇器杖，逼令妄認者，罪減一等，降先品一等敘；隨從枉勘

者，以次佐官罪減二等，解職別敘，末署官減四等還職，通記過名。（後附

至治元年例一件） 

諸司縣官初、覆檢屍，容隱不實，符同申報者，雖會赦，正官各解職，期

年後降先品一等敘；首領官及承吏罷役不敘。（後附至治二年例一件） 

諸告人命事不與聽理，致檢覆失期，身屍發變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領官

吏四十七，通記過名。（後附至治元年例一件） 

上述內容屬〈憲典‧職制篇〉。81 由此不難看出，〈憲典〉實際上是將元代

不同法律形式按類重新整合，加以統編，並在每一事目或者說每一小類前，加上

一段貌似抽象性法條的摘要性文字，此類文字中的劃線內容，今見《元史‧刑法

志‧職制》： 

諸檢屍，有司故遷延及檢覆牒到不受，以致屍變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領

官吏各四十七。其不親臨或使人代之，以致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及初覆

檢官相符同者，正官隨事輕重論罪黜降，首領官吏各笞五十七罷之，仵作

行人杖七十七，受財者以枉法論。諸有司，在監囚人因病而死，虛立檢屍

文案及關覆檢官者，正官笞三十七，解職別敘。已代會赦者，仍記其過。

諸職官覆檢屍傷，屍已焚瘞，止傅會初檢申報者，解職別敘。若已改除，

仍記其過。82 

                                                 
 81〈憲典〉共 22 篇，〈刑法志〉刪去最後兩篇〈赦宥〉與〈獄空〉，為 20 篇。以上引文見

《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九一四，頁 8662-8664 。亦見黃時鑑輯點，

《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 101-112。 

 82《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職制上〉，頁 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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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二者進行對比，我們不但證實〈刑法志〉確實源自〈憲典〉，還可發

現〈刑法志〉是如何對〈憲典〉進行取捨的。首先是例的刪削。根據上述〈憲

典〉佚文，我們不難看出，〈刑法志〉已將〈憲典〉所附例全部刪掉。其次是對

摘要性文字本身進行取捨。就上述佚文而言，除未收〈檢屍式〉、〈屍帳式〉、

〈檢屍法〉外，光是 15 段摘要性文字，就被整個刪掉 12 段，而保留下來的 3 段文

字，亦有一段被刪掉後半部分。也就是說，整個 15 段文字，〈刑法志〉實際上僅

保留了兩段半。正是通過這樣兩個步驟，〈刑法志〉的編纂者把萬餘字刪成不足

二百字的內容。83 此外，〈刑法志〉對〈憲典〉的刪削，還可從〈禁令篇〉窺見

一斑。據《永樂大典‧目錄》，〈憲典‧禁令篇〉收載《永樂大典》卷 19030-

19034（原書標為《元禁令》），共五卷， 84 應該有不下十萬字的內容，而在

〈刑法志〉中僅剩 112 條，四千多字。 

〈憲典〉或者說〈刑法志〉這種擯棄律、令二分法，將不同法律形式完全按

類重新整合的方式，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編

纂出現的問題。歐陽玄、揭傒斯均為來自江南的士人，對南宋的法典應當比較熟

悉，他們主持編纂的〈憲典〉，很有可能受到了南宋「條法事類」法典編纂方式

的影響。不過，二者的區別也是很明顯的，像目前所見之《慶元條法事類》，僅

將敕、令、格、式、申明等不同法律形式分門別類進行整合，每一事類前並無摘

要性文字。〈憲典〉的編纂方式，至少從形式上看，與南宋頒布的《吏部條法總

類》更為接近。目前所見《吏部條法總類》，每門均有所謂「撮要」，如「總法

撮要」、「差注撮要」等等，這些「撮要」本身並非法律原文，而是其後所附

令、格、申明等的摘要性文字。歐陽玄、揭傒斯或許正是受到《吏部條法總類》

的啟發，纔將這種「撮要」後附不同法律形式的做法加以變通，植入〈憲典〉各

篇的編纂。85 

                                                 
 83 參見劉曉，〈再論《元史‧刑法志》的史源——從《經世大典‧憲典》一篇佚文談起〉，

見《北大史學》2004.10：92-101, 377。 

 84 解縉奉敕纂，《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 1 冊，卷五○，〈目錄〉，頁

589。 

 85《永樂大典》本《吏部條法》計有差注、奏辟、考任、宮觀嶽廟、印紙、薦舉、關陞、改

官、磨勘等門，其中僅差注門又分為六，計有六處「撮要」，其餘各門均有一處「撮要」。

詳見劉篤才點校，《吏部條法》，收入楊一凡、田濤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

2 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戴建國認為，南宋的《吏部條法》實際上還

是按敕、令、格、式、申明分類編纂的，目前所見《永樂大典》本《吏部條法》實際應作

《景定吏部條法總類》。參見氏著，〈《永樂大典》本宋《吏部條法》考述〉，《中華文

http://www.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6%98%8e%20%e8%a7%a3%e7%b8%89%e5%a5%89%e6%95%95%e7%ba%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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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元史•刑法志》性質的不倫不類，柯劭忞在編《新元史•刑法志》

（以下簡稱《新志》）時，完全擯棄了舊志的做法。《新志》共分兩卷，分載卷

一○二與卷一○三，主體部分為〈刑律〉，以敘述元朝立法沿革與歷代皇帝相關

制詔為主，後附〈蒙古人及僧道訊斷法〉與〈赦令〉。不過，《新志》也有不少

重大失誤的地方。如認為：「刑律之條格，畫一之法也。斷例，則因事立法，斷

一事而為一例者也。詔制，則不依格例而裁之自上者也。」86 實際上，柯劭忞對

條格、斷例、詔制（應作制詔）的定義都不符合實情。正如筆者前面提到的，條

格在元代並非完全為畫一之法，斷例也並非全是斷一事而為一例。至於制詔，

《新志》主要載卷一○三，篇幅很大，但實際上這些內容是否為嚴格意義上的制

詔，也是頗令人懷疑的。據歐陽玄〈至正條格序〉：「制詔，國之常典，尊而閣

之，禮也……制詔三本，一置宣文閣，以備聖覽，一留中書，藏國史院。條格、

斷例，申命鋟梓示萬方。」87 也就是說，制詔在當時並非宣示於外，頒行全國的

僅為條格、斷例，而《新志》記載的所謂制詔，多為具體實在的法律內容，這些

內容如不頒行全國，又如何能讓國人周知呢？ 

此外，同《元史‧刑法志》一樣，《新志》對順帝頒布的重要法律文獻《至

正條格》也不著一詞。如果說《元史‧刑法志》源於成書《至正條格》之前的

《經世大典‧憲典》，未提到《至正條格》尚有情可原的話，後出的《新志》完

全忽略《至正條格》的存在，就不能不說是重大遺憾了。其實，就是對《大元通

制》，《新志》也有許多重大誤解，如認為《大元通制》「仍取延祐二年以後所

未頒者附著焉」。88 這段話應源自孛术魯翀〈大元通制序〉，原文為「仍以延祐

二年及今所未類者，請如故事」。意思是說，將延祐二年至今（當為至治二年，

1322）沒有收入《大元通制》的法律文書，以後也照此辦理，定為制度。89 只有

                                                 
史論叢》2009.3：231-252, 402-403。 

 86 柯劭忞整理，張京華、黃曙輝點校，《新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卷

一○三，〈刑法志下‧刑律下〉，頁 2446。 

 87《歐陽玄集》卷七，〈至正條格序〉，頁 75。 

 88《新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上‧刑律上〉，頁 2439-2440。 

 89 按，《通制條格》所收絕大部分文書為延祐二年以前，此後只有延祐三年三月一份文書，

見方貴齡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三，〈戶令‧交換公使

人吏〉，頁 136。此時，距《大元通制》初稿完成只剩下兩個月時間（孛术魯翀〈大元通

制序〉：「延祐三年夏五月，書成。」見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三六，頁 7）。該文

書更詳細的記載，則見《元典章》第 4 冊，卷六○，〈工部三‧役使‧弓手‧祗候弓手充

替〉，頁 2014-2015。據後者，此文書應先是由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延祐二年正月即派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F%AF%E5%8A%AD%E5%BF%9E/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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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纔可以理解蘇天爵在順帝朝請求續修《大元通制》時，為什麼會提到

「自延祐至今，又幾二十年矣」。90 錯得更為離譜的是，《新志》認為《大元通

制》：「其類二十有一：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祭令，曰學規，曰軍律，

曰戶婚，曰食貨，曰十惡，曰姦非，曰盜賊，曰詐端（端應作偽），曰訴訟，曰

鬥毆，曰殺傷，曰禁令，曰雜犯，曰捕亡，曰恤刑，曰平反，曰贖刑。」91 這完

全是將《元史•刑法志》的篇目分類移花接木，變成了《大元通制》的篇目。

《新志》的這一錯誤認識，與清末法學家沈家本的觀點基本相同，曾在相當長時

間誤導了大陸法學界的一些學者。 

五•小結 

綜上所述，元朝的立法活動，在其百餘年的歷史中，大致經歷了從「循用金

律」到「臨事制宜」造例，再到將歷年所頒格例整合為《大元通制》與《至正條

格》的發展歷程。至元八年廢止《泰和律》後，朝中雖有不少大臣提出重修法典

的設想與倡議，但均未成功，此後「例」成為有元一代最通行、最有效的法律形

式。元代「例」的名目繁多，大致可分為判例與單行法兩類，也有許多針對某類

具體問題的法律解釋與處理意見。「例」適應了元朝「臨事制宜」的立法原則，

較為靈活，但缺乏穩定性，且常前後重複牴牾。有元一代雖曾有過重新類集整合

「例」的企圖，且頒行過通行全國的《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其「斷例」

與「條格」也借鑑了中華傳統法系的「律」與「令」的劃分，但二者均非嚴格意

義上的法典，充其量僅可算作法典的替代性文獻。《元史‧刑法志》及其史源

《經世大典‧憲典》作為另外一種「理想型」的「法典草案」，可能借鑑了南宋

《條法事類》乃至《吏部條法總類》的編纂形式，但最終未被元朝政府採納。柯

劭忞雖改弦更張，力圖重修〈刑法志〉，但他對元代法律形式與法律體系的錯誤

認知，導致《新志》的編纂並不成功。 

 

 

（本文於 2019 年 4 月 18 日由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委員會通過刊登）  

                                                 
出）呈文中書省，由中書省判送刑部擬出意見。延祐四年正月，江浙行省始收到中書省咨

文。《通制條格》則僅節錄其中刑部的呈文內容。 

 90《滋溪文稿》卷二六，〈乞續編通制〉，頁 435。 

 91《新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上‧刑律上〉，頁 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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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uan government from Kublai Khan, Emperor Shizu 世祖 onwards began 

citing large bodies of legislation of the then defunct Jin dynasty as basis of adjudication. 

To this end, the Law Division 法司 would first research applicable laws which were 

subsequently referenced by judicial organ when rendering decisions. This practice was 

discontinued at the end of 1271, when the Taihe Code 泰和律令 was abolished. 

Afterwards, there was literally nothing to legally bolster court rulings. In place of the 

Code, temporary precedents and regulations 例 were adopted and later became the 

Corpus Juris (main body of laws) for subsequent rulings. Legally speaking, these 

precedents and regulation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case law and statute law. The 

former was cited primarily in the adjudication of specific cases, rendered generally by 

the six ministries of the secretariat 省部 (mainly ministry of punishments 刑部) and 

such adjudication then became the legal basis for similar cases. The latter was mainly 

instituted from among the aforementioned regulations and a wide array of legal opinions 

addressing a single legal instance. Due to failure in compiling the Dade Code 大德律令, 

the Yuan government then shifted its legislative activities towards combining precedents 

and regulations. This led to two compilations: Da Yuan Tong Zhi 大元通制  and 

Zhizheng Tiaoge 至正條格. Both observed the dichotom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de, 

i.e. precedents and regulation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e main body as Duanli 斷例 and 

Tiaoge 條格 . However, given their fundamental difference, this special law and 

traditional code could not be classified under the same category. When the Jingshi 

Dadian 經世大典 was compil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en Zong 文宗, Ouyang 

Xuan 歐陽玄 and Jie Shisi 揭傒斯, both responsible for compiling the Compendium of 

Law 憲典, designed a set of schemes to reintegrate precedent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basis of classification categories. This reintegration became the main text of the “Treatise 

on Penal Law” in the History of Yuan 元史刑法志. Later, when editing the New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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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Yuan 新元史, Ke Shaomin 柯劭忞 rewrote the “Treatise” on grounds that it served 

more as a legal text than as a description of legal regime assessment. However, his 

rewriting was considered an unsuccessful one because of his misconception regarding 

the Corpus Juris and legal regime of Yuan dynasty. 

 

Keywords: Yuan dynasty, Corpus Juris, legal regime 




